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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获广东省和珠海市表彰
公司被授予“广东省先进集体”、“构建和谐珠海‘十佳’和谐文明企业”称号，曹祥云
被授予“构建和谐珠海‘十佳’员工”称号

本报讯
4 月 28 日下午，
广东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省委礼
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
华华等省领导出席了大会。格
力电器在会上被中共广东省
委、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了“广

东省先进集体”称号。
据悉，“广东省先进集体”
是广东省三年一度的推荐评选
活动，由广东省总工会牵头组
织。经过各市各行业推荐、省评
审委评审、全省公示等环节，今
年共评选出 包括格力电器在 内
的省先进集体 100 个，具有突
出的先进 性和 广泛的代表性。
2000 年 10 月，格力电器曾被授
予“广东省先进集体”称号，
今
年是 第二次荣获这 一殊荣 ，这
充分表明了广东省委、省政府
对格力电器 多年来为国家和地
方所做的贡献的肯定。

建和谐珠海“十佳”单位和个 人
的决定》，格力电器荣获“构建
和谐珠海‘十佳’和谐文明企
业”称号，
曾经在央 视全国叉车
比赛中夺冠的格力电器 成品库
员工曹祥云荣获 “构建和谐珠
海‘十佳’
员工”称号。
珠海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邓维龙 ，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顺生 等市
领导出席了会 议，并为格力电
器等单位、曹祥云 等个人颁发
了奖牌和证书。
构建和谐 社会是 党和国家
领导人在 新时期提 出的伟大战
略部署 。为了贯彻落实党 中央
的这一部署，抓住典型 ，以点带
又讯 当天上午，珠海市
面，珠海市 委、市政府 决定 从 1
委、市政府在 珠海大会堂隆重
月中旬开始开展构建和谐珠海
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在 构建和
十佳 ”评选
谐珠海“十佳”评选活动中荣获 “十佳 ”评选活动，“
分“十佳”和谐文明企业 、“
十
“十佳 ”称号的先进 单位和个
人。大会宣读了中共珠海市委、 佳”员工等十个项目进行，由市
文明办等部门负责 牵头组织评
珠海市 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构

一季度销售额劲增 33.90%

格力电器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格力电器 2006 年一 开局又实
现了“开门红”。4 月 26 日，格力电器公布了
2006 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显 示，今年 1 至 3
月，公司通过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加强自 主创
新能力、提高产品的技术质量水平 ，调整产 品
结构、完善营销网络 、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等多
种措施克 服了铜、铝等原材料价 格上涨、行业
竞争加剧等困难，出口和商用空调高速增长，
国内家用空调保持稳 定增长，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39.5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90%，实
现 净利润 1.12 亿元 ， 较 上年 同 期 增 长
18.27%，总体经 营情况延续 了稳定快速增 长
的良好局面,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格力电器：高信用等级企业
本报讯 拱北海关首批高、低信用等级
企业名单日前出炉，格力电器被授予“
高信用
等级企业”称号。
拱北海关是直属国家海关总署的正厅级
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据了解，高、中、
低三个
信用等级的企业名单，是拱北海关依据企业
信用 管理平 台，整合 7000 多条企业 信用数
据，根据企业的资质而确定的。拱北海关对高
信用等级企业确定 10 项硬条件，且必须全部
具备，如连续 24 个月无走私违 规、报关差错
率在 5％以下等。据悉，高信用等级企业将获
得拱北 海关 提供的 19 项便利 ，方便企业 通
关，
促进企业出口。

选。到 3 月中旬，
“十佳”各项目
共产生了 197 个候选单位和个
人。按照评选办法规定，评选通
过评选委员会 和公众投票两条
途径进行。最终，格力电器和曹
祥云从众多候选单位和个 人中
脱颖而 出，分别荣获“十佳 ”和
谐文明企业和 “十佳 ”员工称 ▲曹祥云在表彰大会上
号。
（本报记者）

格力电器团建工作受嘉奖
4 月 28 日晚上袁 由珠海
团市委举办的各界青年隆重
纪念 野五四 冶运动 87 周年表
彰会暨野相聚团旗下 冶联谊会
在珠海度假村举行遥
会上袁格力电器团建工作
受嘉奖袁共荣获 7 项殊荣袁是
本次表彰大会获得荣誉最多
的企业遥 其中袁格力电器团委
被授予 野珠海市五四红旗团

委标兵 冶称号 袁第十 渊控制器
厂冤尧十一渊空四分厂 冤团支部
获 野珠海市先进团支部 冶称
号袁望靖东总裁助理获 野珠海
市青年之友冶称号袁曹祥云获
野珠海市十 佳青年冶 称号袁另
有多人获得 野珠海市优秀团
干 冶尧野 珠海市 优秀 团 员 冶 及
野珠海市 优秀 青年 志愿服务
奖冶等荣誉遥

权威专家对机组的实际运行效果予以高度评价

格力超低温数码多联机组应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庆风发表讲话

本报讯 由格力电器
研发的“数码涡旋超低温空
气源热泵多联机组”，在4
月 27 日由建设部科技发展
中心主办的应用研 讨会上
得到了权威专 家一致的肯
定和高度评价。
格力“数码涡旋超低温
空气源热泵多联机组”
去年
底被建设部评定为“国际领
先”技术 后，在北京高档楼
盘大成国际的 样品房已 经
运行将近一年，从测试数据
来看，该机组运行良好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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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大 规模推广 应用的条
件。建设部科技发展研究中
心为了更好地推广 这一产
品，召集了相关专家召开了
此次研讨会。 与会的 专家
有：建设部建筑节能中心副
主任杨西伟、北京市节能办
公室副主任徐晨辉、中国制
冷空调工业协会秘书长 杨
炎如、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
准化 技术 委员会 秘书长张
明圣、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高级工程师郝军、中
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暖 通空

调设计研究所总工 程师丁
高等。
会上， 专家们先后从
不同角度发表了 对已经运
行 1 年的 该 机 组的 看 法。
专家们一致认 为，该机组
经过在 北方地 区冬 季的实
际运行，取得 了很好的效
果： 不但能有效地解决我
国北方寒冷 地区的冬季空
调热泵制热 和采暖 效果差
的技术难题，而且大大 提
高了冬季制热 的节 能技术
水平 ，使我 国的中央 空调
在冬季制热 和节能技术 上
一举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为
我国北方地 区提供了一 种
高效、灵活、方便的分户采
暖模式。
同时该机组也为家 居
提供了更高的舒适性。它将
冬季分户采暖与夏 季中央
空调合二为一，为用户带来
革命 性的一体 式家居环境
解决方案。用户仅需这一个
单一系统，就能够在严冬长
时间享受温暖，在夏天持续
拥有清凉。与传统采暖方式

相比，该机组还具有安装简
单、维护方便、无漏水隐患、
高效节能、控温精确灵活、
不受采暖周期限制、安全环
保等优点。
建设部 科技发展促进
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庆 风出
席了此次应用研讨会，他表
示：
“ 作为一项非常卓越 的
家用中央空调技术，格力这
一机组不论在使用效果、安
装、维护或节能方面等具有
传统空调和采暖 模式无法
比拟的优势，这在当前我国
北方寒冷 地区对分 户采暖
的需求逐年增加的形势下，
是一 种十分 适合北 方家 庭
用户和新增住宅市场的新
型采暖方式。这种新技术的
推出 正是顺应了国 家推行
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
的需求，并为解决国家采暖
难题提供了强大的 技术 支
持，对国家的节能事业做出
了贡献。建设部将联合相关
部委今后向全社会推广 使
用这一国际领先技术。”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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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发力格力中央空调喜讯频传
数码多联机：夺取家乐福大单
设备。为了采购到技术性能优越、
品
质过硬的中央空调设备，家乐福中
国总部决定公开 招标。这是家乐福
中国总部首次统一招标采购全年新
张门店办公区空调系统，由于其采
购金额庞大，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
名中央空调品牌参加投标，其中不
乏来自美国、日本的中央空调巨头。
家乐福中国总部为此专门组成了招
本报讯 凭借专业的品质和领
标采购项目小组，在广 泛考察了众
先的技术优势，格力中央空调在欧
多的中央空调生产厂家之后，最终
—
洲第一大、全球第二大零售商——
选择了在业内以专业品质和领先技
家乐福集团的中国大陆中央空调招
术著称的格力中央空调。
标项目中成功中标。近日，格力电器
此次中标的系 R410a 环保工质
与家乐福 中国总 部正式签定协议，
格力数码多联（GMV）中央空调机组，
2006 年初至 2007 年 4 月期间 ，家
该机组具有节能效果好、运输安装
乐福 在中国大 陆 新开张的 所有 门
方便及管理高效等特点。凭借此优
店，其办公区将全部采用格力中央
势，格力数码多联（GMV）中央空调机
空调。
组在全国各地的重大工 程中屡屡中
据悉，今年初至 2007 年 4 月，
标，如已经投入运营的山东济南最
家乐福在中国大陆新开张的门店的
—济南明珠商务港，就采
高建筑——
数量将在 20 家以上，为了给员工创
用 了 200 多 套 的格力 数码 多 联
造舒适的工作环境，其每家门店的
（GMV）中央空调机组。
办公区都需要安装大批的中央空调

离心机：
进驻华润万家
本报讯 近日，格力离
心式 中央空调“结缘”华润
万家超市，
正式进驻华润万
家超市珠海新香洲店，为 4
月 29 开张的该超市营造舒
适的购物环境。这是继去年
8 月份格力 离心式 大型中
央空调首次进军安徽 黄山
中国 徽州 大酒店及随 后中
标山东曲阜国贸大厦之后,
取得的又一样板工程。
华润万家是一 家全 国

性大型零售连锁企业，是香
港规模最大、
实力最雄厚的
中资企业 华润集团下属企
业，连续多年荣登“全国零
售百强”前十名，蝉联广东
省同行业排名第一，在业内
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珠海新
香洲店 是华 润万家在珠海
的第三家大型综合性超市，
单店营业面积超过 1.5 万
平方米。该店中央空调项目
招标伊始，
吸引了众多国内
外知名中央 空
调品牌 前来投
标，经过一 番
实力的大 比拼
之后，华 润万
家最终 选择了
以品质和信誉
著称的格力中
央空调。
格力 离心
▲华润万家超市珠海新香洲店外景
式冷水机组是

参展广交会备受瞩目

▲国外客商青睐格力中央空调

本报讯 在 刚刚 结 束 的
第 99 届广交会上，格力中央

空调备受海外客商关注。与以
往不 同的是，在 这届 广交 会
上，格力电器在展位显眼处展
出了 满液 式 水 冷螺杆 机 、GMV
多联机、户式 中央 空调 、模块
机等众多中央空调产品。此举
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的目光，
前来格力展位前参观、洽谈的
客商络绎不绝。
格力电器 此 次 展 出的 满
液式 水冷 螺杆 机实机 器是 本
次广交会上 最有“份量 ”的制
—净重超过 5000 公
冷产品——
斤，运行时比常 规冷水机组节
电近三分之一。据了 解，这样

螺杆机：
中标湛江国联水产

的庞然大物是第一次出现在广
交会的家电展区。
为了让更多海外客商对格
力中央 空调 有 一 个 理 性 的认
识，格力电器不仅仅把“庞大”
的实机搬进了广交会，还专门
在格力展位上设置了一个现场
演示区，客商可以通过网络亲
自操 作 格力 GMV 远 程 监 控 技
术，真切感受格力中央空调的
技术含量。
充足的参展准备和独特的
参展风格，让格力电器备受海
内外客商瞩目，格力中央空调
成为本届广交会的一枝奇葩。

本报讯 4 月中旬，在湛
江国联水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厂
房中央空调机组招标中，格力
中央空调成功中标，五台格力
满液式水冷螺杆机即将入驻该

公司正在兴建总面积达 4 万平
方米的三期厂房。湛江国联水
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全国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生产
对虾等水产品，出口欧美市场。

格力电器员工踊跃献血

“格力”一日两获殊荣
本报讯 广交会开幕第二天 ，“格
力” 品牌分 别 在广 州 和 北 京 被授予
“2006 年 机 电 商 会推荐出 口 品牌 ”和
“2006 中国 最具影响 力的 财富 品牌 ”。
这表明，凭借格力电器的实力和竞争优
势，
刚刚回归格力电器的“格力”
商标含
金量已经越来越高。
16 日下午，中国 机电产品进出口
商会在第 99 届广交会琶洲会馆公布了
“2006 机电商会推荐出 口品牌”名单。
“格力”、
“华为”等 75 个在国际市场上
大力拓展自 主品牌并 取得良好 业绩的
品牌从 400 多个机电品牌中脱颖而出，
被授予“2006 机电商会推荐出 口品牌”
称号。同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的
“第二届中国财富论坛”上，
“格力”与联
想、中国移动等 100 个品牌 一起，获得
了“2006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富品牌”
称号。

国内第 一台由中国 家电企
业自主研发设计 生产的大
型中央空调，打破了“美系”
中央 空调企业对 大型中央
空调领域的技术垄断，填补
了中国 家电企业 在大 型中
央空调领域的空白。该机组
采用国际上 最先进的 设计
制造技术 ，具有 使用范围
广、效率高、
能效比高、可靠
性高、体积小和运行平稳等
优点，特别适用于大型酒
店、商场、医院以及现代化
的工厂和办公大楼。
该机组自问世以来，倍
受广大中央 空调用户的关
注，并吸引了大批的订单，
截止 目前已经在 多个 大型
中央 空调招标项目 中击败
来自美国的竞争对手，成为
国产中央 空调品牌 在大 型
中央 空调市场上“ 收复失
地”的领头羊。

团委、红十m会工作组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主动联系 市中心血站 ，组织这次 无
偿献血活动。
献血现场，格力电器员工在采血车
的周围排起了长n，许多员工此前已多
次向社会无偿o献p血，一qr血 型、
体重不合采血标准的员工，s好带tu
▲格力电器员工排长龙踊跃献血
v离开了现场。市中心血站的相关负责
本报讯 4 月 22 日上午，市中心血
人对格力电器员工的 w举表示xy，他
站的两辆采血车开 进了格力电器的 厂
z，优{的企业|}了这~多拥有强•
区，近 400 名格力电器员工 伸出手臂，
社会责任心的优{员工，格力人的这份
捋起衣袖 ，为支援严重缺血的市中心血
与珠海人民血脉相连的真情和强•的社
站无偿献血。这是继 2004 年 10 月格力
会责任感，永远值得社会各界学习。参加
电器组织 近千名员工 无偿献血后的又
本次献血活动的格力电器员工很大部分
一次大规模献血活动。此前，格力电器
为外来务工青年，近日刚刚荣获珠海市
员工也曾参加过多次献血活动。
“十佳员工”的格力电器叉车工曹祥云也
目前我国血库的供血严重不足、血
参加此次献血活动。
源紧张，许多急需用血的伤病患者由于
格力电器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
无法及时输血而生命濒S，这一情况在
时，真情回报社会，在印度洋海啸o款、
珠海市也有体现。近日，格力电器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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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珠海教育强市”等公益活动上都见
到了格力人的身影。据悉，
为更好地服务
社会，经珠海市红十m会志愿工作者委
员会批准，格力电器在年 初还特别成立
了红十m会工作组，工作人员近百人，是
我国为数不多的设有红会工作组的企业
之一。
（本报记者）

招聘会格力受青睐
本报讯 4 月 23 日袁第十二届野英才
珠海冶 中高级人才招聘会在珠海市体育
中心举行遥格力电器携手小家电尧凌达压
缩机尧凯邦电机尧格力电工参加了本次招
聘会袁凭借良好的社会口碑尧和谐的劳动
关系尧 良好的用工环境等诸多优势深受
众多求职者的向往袁招聘现场极其火爆袁
达到了较好的招聘效果遥
（人力资源部 钟继伟）

本报讯 在北京销售公司开展的 ‘十年俱乐部’照看这q老空调，并提供
寻找 空调老用户活动 让许多老空调浮
高于一般售后服务的超级服务。”
出水面。一般来z空调的正常使用年限
目前空调市场一味地炒概念，使得
在六年至八年，十二年空调已不多见， 很多空调企业 忽视了对产品品 质应有
而在北京一黄 姓居民家里有一台十五
的重视。这样的概念宣传，虽然短时间
年高龄的空调，外观虽然陈 旧，但仍然
内能创造较好的销售业绩，但对企业整
本报讯 江西销售公司售后
在正常运作。该空调是格力电器正式采
体价值的提升却几乎毫 无作用。同时，
服务 工作会议近日在 南昌 召开 。
用“格力”商标的第一批空调，有望问鼎
长期的概念炒 作还 会使消费 者产生突获获市十比这突曾次市和市十方市包常括市十成性做代方市包突性括市十成性做代个荣市获突获获市十代获突获获
（本报记者）
会议介绍了近年来格力空调在江
全国最长寿空调。
西市 场 的 良好 局 面 ， 并公 布 了
北京销售公司负责 人表 示：
“ 空调
2005 年优{网点 、 信息处 理先
行业要想发展，必须在产品品质上大下
进、配件结算优胜、维修服务先
功夫。通过提高产品的品质，形成具有
进、安装服务优胜单位及优{服
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这比纯粹炒
务人员名单。江西省各级网点深
概念更能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
受鼓舞，纷纷表示将在今后的精
对于市 场上大 规模出 现的十年以上老
品服务中再创新高。
空调，北京销售公司不会弃置不顾。相
（江西销售公司李丽萍 ）
反，北京销售公司会成立一个专门的

江西举行售后工作会议

4 月 2 日，2006 国美 全 球
家电论坛在北京稻香湖宾馆举
行。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珠江
三角洲采访家电企业开 始 ，我
和大大小小的家电企业打交道
已经有十五六年。可是，
那天早
上，我到宾馆时发现，群星汇
聚，层次之高，可谓空前。从政
府、行业协会到黑白家电、小家
电、手机等行业的中外业界领
袖以及家电零售业的“四大金
刚”
（国美、苏宁 、永乐 、大中），
几乎无一u漏。
在国内厂商中，s有格力
空调r与“四大金刚”渠道不合
而未出席，论坛似有u珠之v。
论坛主题是：
“ 从家电大国
到家电强国”。
中国 家 电 业为 何 大

